
初中第八十四屆（2015 年）共 381 人  

蔡凱霖  蔡欣彤  陳佩妮  陳雪慧  陳永樂  陳勇靜  馮靜琪 

甘芮敏  黃 敏  黃利鈺  雷恩慈  李欣慧  林潔霖  林凱[火寧] 

王莞荇  余逸濘  張希瑤  朱柔恩  陳 駿  陳宏瑋  方傢樂  

關凱維  侯元斌  黃靖飛  黃威盛  黃湋捷  黃獻桂  孔德暉   

梁耀勳  林鴻繽  林鴻志  羅永烽  邱智昕  饒致榮  蘇家縉   

吳坤榮  徐立宏  許 震  薛凱晟  余孫凱  曾慶勇  鄭俊恆 

陳欣萍 羅佩琳  蘇莉淇  吳紫綺  顏濱彬  余凱琪  余思宇  

曾家如 張惠寧  周佳薈  蔡鎮駿  陳升溦  陳子炫  郭顥俊  

黃聲傑  黃庭康  李俊樂  林灝珏  林凱維  劉棛明  蘇天聖  

孫傳智  吳保親  許家明  余奕緯  蔡宇薇  鄭佳欣  蔡智友  

杜智煌  林楷倫  王大禹 

陳詩賢 陳思[火庭]陳思奾  陳素恩  陳熙瑜  杜采欣  杜康柔 

杜佩潔  杜芊卉  杜雪婷  洪慧晶  胡欣妮  黃芯潔  黃姿瑄  

楊富康 楊銘鋑  曾戎楷  張珀銜  張宇星  鄭大鳴  鄭宇宏  

鄭煜舷 鐘文傑 

陳凱逾  陳寧昕  杜照湞  方淳楨  郭芫靜  黃凱萱  黃薇媛 

李詩嘉  林佳欣  林婕妤  林汶儀  林怡慧  林子晴  施佳琪 

吳佳恩  吳柔瑩  謝媚淋  謝漪萱  許家銀  許月瑄  顏鈺琪 

姚淇珊  葉芝溱  余采璇  鄭婉柔  鄭訓涵  陳浩淵  陳政榮  

杜易珉  黃旭宏  黃永江  黃棛賢  李靖豪  練政洺  林凱昇  

林庭州  劉宇森  沈佳仁  沈詳齊  沈鎮康  謝迪璁  徐叡鴻  

薛傑晟 顏得宇  張永麟  鄭康椲 

蔡宇涵  陳艾薇  陳佩欣  陳詩璇  陳欣羽  陳翊婷  杜雪琪  

黃運茹  邱靖維  邱凱仙  邱悅明  沈映彤  王柔琪  魏芷欣  

巫嘉琦 吳欣穎  謝欣濘  顏惠玉  張嘉柔  張雪琦  周恩琦  



朱文敏  莊美胤  卓燕芳  陳韋舛  陳元豐  侯宇勵  黃靖傑 

黃思過  李威斌  林傳揚  林宇昇  劉啟佑  邱志恆  蘇軍生   

孫華晨  王敬裕  吳政澤  謝宏睿  許辰豐  許凱傑  顏境宏   

鄭全言 鍾健城 

陳洺楊  黃偉強  鄭子揚  周禮傑  蔡明嬑  陳楷淇  陳怡潔   

陳永寧  杜淨煣  馮梓暄  李柔賢  李柔瑩  林妤矜  吳潔霓  

謝詩琦  謝心宇  陳俊運  陳柯延  陳映佑  陳宇航  杜龍星  

郭福來  洪偉程  黃志偉  李祉恆  劉福齊  沈文宏  吳祺輝  

楊泓榮  詹文豪  張凱傑  鄭景鵬  鄭政隆  周源進 

蔡靜宜  蔡麗敏  蔡藝圓  杜涵雅  洪婉瑩  黃家楊  黃琬棋  

林佳燕  林舒怡  林庭羽  劉詩苡  呂純楨  蘇芯茹  王雯宣  

王心汝  吳芊慧  謝靖淳  許潔欣  楊潔欣  楊展儀  張力心 

張柔娜  張憶軒  鄭凱欣  鄭宇廷  周麗娟  朱惠寧  陳益珏 

陳子恩  杜武汶  黃德軒  黃偉鎮  黃彥淇  黃運智  李銘晟 

林子威  劉偉俊  邱煒宏  沈家明  譚子洋  吳松潔  徐敏哲 

顏宇康  張文億  張郁瑋  鄭少峰  鄭偉崧 

李承澤  陳明軒  林家豪  邱湧順  陳嘉嘉  陳倩玲  黃鈳茵  

黃毓炩  林艾璇  劉靜宜  蘇晨渝  蘇鳳珍  謝瑋妮  謝依玲   

許靜盈  余子晴  卓瑞霖  蔡誌生  陳奕安  杜武來  馮清皓 

洪祥華  黃哲賢  林凱源  林韋陽  林政宇  劉耀友  羅佳立   

沈昱祥  魏健輝  魏仁洋  吳禎源  謝毅恆  謝政龍  許文凱 

顏浩宇  鄭凱鍵 

吳凱濘  沈子庾  黃捷思  劉嘉敏  陳兆迪  侯偉祥  廖宇揚  

林其宏  吳僅豐  陳可荔  陳銘琦  陳怡伶  杜嘉儀  符依苓  

關若晴  李心頤  林婕㛓  楊可淇  曾嘉雯  張馨婕  鄭蓉欣 

蔡棨隆  陳 成  陳 宇  杜憲涵  杜智瑋  黃鈺盛  李城鋒  



李福興  李國威  梁陳沖  林志穎  劉壯彥  王新程  巫勁輝 

葉茗賢  葉智誠  周子權 

許嘉恩  陳雯欣  陳榮佑  黎輝鴻  陳依娜  黃俚僮  黃佩瑤  

黃思婷  李宛倩  林沁茹  佘欣穎  魏珮柔  于泳琪  張婉緣  

鄭琬霓  鄭文甜  陳俊宏  陳貞毅  馮家豪  郭其銘  洪子晟 

胡晃亮  黃本涵  黃偉權  黃宇軒  李邵融  梁淵勝  林德昌 

林俊豪  林育正  劉柏川  蘇振傑  王偵諮  溫武龍  徐子原   

薛長譽  張家國  鄭鎮深  鍾康銳 

 

 


